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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L-TWAIJRI 律师事务所 

简单来说 

 

介绍: 

o Al-Twaijri 律师事务所是一个由多个部门组成的法律集团，总部位

于科威特国，在巴林王国、土耳其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设

有分支机构，我们很荣幸被选为领先的律师事务所之一。 海湾地

区的律师事务所，特别是科威特国的知名国际法律机构，例如英

国的钱伯斯和合伙人、法律 500 强、国际金融法律评论欧洲货币

和美国的马丁代尔，以及希尔德布兰特、世界金融杂志 - 网络和

企业 国际网络. 

集团部门： 

o 国际部： 

 在 Al-Twaijri 律师事务所与科威特以外的国际客户或在国外提供

服务的本地客户的互动中，该集团的高层管理人员意识到，寻求

从我们在科威特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市场的美国和欧洲同事的专业

知识中受益，尤其是 中东国家市场总体上没有产生预期的成果。 

这实际上是因为语言障碍，因为他们很难准确跟进立法的规定和

修订，从而难以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。 因此，Al-Twaijri 律师事

务所的总公司和我们在国外的分支机构除了聘请经验丰富的法律

翻译人员外，还聘请了双语律师（阿拉伯语应代表其中一个语言

），同时考虑到国际部的团队成员可以用不同的语言进行交流（

阿拉伯语和英语）。  

 Al-Twaijri 律师事务所在国际部拥有一支专业化的专业团队。 集

团还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和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的一些律师

事务所以及欧洲、亚洲和北非国家的国际律师事务所合作。 该团

队可以跟进科威特国及其分支机构所在国家以外的案件，以及当

地或国际仲裁案件，无论当事人是个人还是公司。 该部门还提供

阿拉伯语和英语的法律咨询服务，此外还为不同部门起草和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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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商业协议，包括各种形式的服务部门、工业部门、商业和投

资部门、石油和天然气部门、房地产部门，…等等。 除了执行外

国判决外，该团队还有资格在司法或仲裁机构面前准备辩护陈述. 

o 地方分部 : 

 该集团不断寻求改善其服务，由一支经验丰富的顾问团队提供专

业的法律建议，他们在法律的不同方面拥有广泛的专业知识，这

使他们有资格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。 集团内的律师和顾问有能力

处理各种与个人、机构或公司有关的诉讼和仲裁案件。 

 我们的律师被授权出庭不同级别的法庭，并在该州的任何有关当

局面前出庭。该部门在处理各类诉讼的同时提供法律意见和建议

；如银行和商业纠纷、刑事和房地产案件、运输、保险、知识产

权和委托人利益的各个方面。此外，我们的律师在根据各种仲裁

机构的法律法规进行仲裁方面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。我们在受各

种仲裁法律约束的仲裁案件中代表许多客户。集团热衷于应对电

信革命和对外开放时代的最新发展和技术，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因

各国不同的发展情况而更新，从而影响当地事务。因此，该集团

不再局限于与客户的传统沟通方式，因为现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

发送建议并直接向主管顾问提出法律意见，然后通过电子邮件发

送，考虑到对咨询中收到的所有数据和信息的保密性保证。此外

，当地团队的成员热衷于直接跟进，以确保满足客户的法律需求

。我们还直接为他们提供对他们工作的永久跟进，而无需向部门

成员提出同样的要求。 

 集团内的律师和顾问具有长期的法律经验，有能力应对挑战，提

供解决方案和替代方案，促进后续工作，使用专门的律师事务所

管理软件与客户沟通，使用最新的手段 通过互联网进行通信，例

如电子邮件、传真、短信和社交媒体（包括 Skype、Zoom、

Microsoft Teams、Linkedin、Twitter、Facebook、Instagram、

微信、YouTube），因为我们知道，业务节奏的加快需要速度 响

应，使请求方能够做出快速准确的决定。 
 

o 法律会计和尽职调查部门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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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部分法律或仲裁纠纷需要在会计方面进行处理，以便审查预

算、会计记录和发票，以便与司法部的会计专家讨论； 并保证某

些纠纷所需的尽职调查服务的可用性，因此我所设立该部门为我

们的客户提供上述服务，包括专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会计师和教

授。 该部门还就各种项目的融资交易提供咨询； 如回教金融、投

资基金、银团融资、资产融资、船舶和飞机融资、收购、债务融

资、房地产融资、企业贷款、银行和一般融资、税收计算等。 该

办公室包括一群在会计和财务方面具有科学和实践资格的人员。 

 

o 法律研究和出版司: 

 作为 Al-Twaijri 律师事务所热衷于丰富法律图书馆的一部分，我

们决定设立一个法律研究部门，相关团队开始收集海湾合作国家

最高法院和上诉法院的判决 理事会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。 因此，

相信文化在国家文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； 该部门热衷于在其各个

领域展示与法律相关的最新信息，以应对时间和推进法律思想，

将其呈现给区域层面、阿拉伯世界甚至国际上的每一位研究人员

和读者。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法，而是部门团队成员的勤奋努力

，因此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提供法律更新，我们的目标是为对法

律书籍感兴趣的本地或国外的利益做出贡献。 

 

o 电子编程部： 

 对应国内和国际的变化，管理合伙人在几年前决定进入软件市场

，并成立了一家专门从事软件的公司，并就近十年来见证的巨大

技术发展影响了不同专业人士领域，包括处于这些专业前沿的法

律专业，鉴于法律服务的全球化以及数字技术在全球和地方立法

和法律体系中的出现，以及由于这种快速的技术发展，它为了组

织和管理案件、法律咨询、行政工作和该活动所需的其他任务，

必须使用这门科学来创建管理律师事务所和事务所的程序。此外

，管理合伙人热衷于建立软件技术部门，包括与该集团合作的专

家。作为法律专业知识与软件专业知识相结合的结果，除了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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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域的其他专业程序外，还专门设计了专门为法律领域的此类作

品提供服务的软件，例如用于管理律师事务所和法律部门的 Al-

Wafi 软件。 

o 执法及讨债科（独立科）： 

 许多机构、组织和公司已经意识到接管执行判决和追回金钱的程

序是一项艰巨而耗时的任务，因此他们求助于专门机构来做同样

的事情，因此成立的小组（二十八年前） ）（一个独立的分部否

则为集团中的其余分部）在其团队和管理层方面承担这一角色。

该部门提供了多种方法来解决障碍并实现客户的利益，因为已经

分配了几种可能适合每个客户特定需求的替代方案。该集团是海

湾和中东地区首批在执法和退款领域拥有美国国际商业收藏家协

会会员资格的律师事务所之一。该部门还使用该集团设计的后续

程序，以及使用最新的设备和互联网通信手段，以及近三年时间

编译和更新的大型档案。 

• 我们的法律服务： 

o 该集团为本地和国际客户提供传统和专业领域的法律服务，包括 

: 

▪ 诉讼/仲裁/调解 

▪ § 宪法 

▪ 伊斯兰银行/金融机构 

▪ 资本市场/投资基金/集体投资计划 

▪ 治理 

▪ 行政纠纷/基础设施项目/政府合同/实践/投标/招标/公共采购 

▪ § 刑法 

▪ 航空/海事法 

▪ 石油和天然气/可再生能源项目 

▪ § 电子商务 

▪ 家庭/继承法 

▪ 劳工/就业/移民和工作许可法 

▪ 商业机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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▪ 知识产权和商标 

▪ 建筑和工程/采购/运输（空运、海运和陆运） 

▪ 公私合作 

▪ 直接投资 

▪ 私有化 

▪ 税收 

▪ 破产/重组 

▪ 合并或收购 

▪ 竞争 

▪ 环境法 

▪ 保险 

▪ 执行司法裁决和追债（独立部门，否则为集团内其余部门） 

• 我们的客户： 

o 该集团代表许多本地、区域和国际公司，包括： 

▪ 国际和区域公司： 

 东芝电力系统和解决方案公司（日本） 

 中国港湾工程公司（中国） 

 欧宝汽车公司（德国） 

 西门子公司（德国） 

 三星工程公司（韩国） 

 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（日本） 

 奥地利贸易联合会 

 丸红株式会社（日本） 

 斗山公司（韩国） 

 丰田通商株式会社（日本） 

 STX重工业公司（韩国） 

 ZTE电信公司（日本） 

 Argogroup Exact 有限公司（保加利亚） 

 Korn Ferry 公司（美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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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士基运输公司（丹麦） 

 TUV审核公司（德国） 

 雅高酒店（法国） 

 山河建设集团公司（中国） 

 明珠时代（远东）公司（香港） 

 阿拉伯石油公司（日本） 

▪ 当地和海湾公司和当局: 

伊斯兰金融公司: 

 Aayan 租赁和投资公司（科威特） 

投融资企业: 

 科威特和中东金融投资公司（科威特） 

 Rasameel 金融结构公司（科威特） 

 Shaw 技术和商业演示和营销公司（巴林） 

 滨海国际渔业公司（巴林） 

 Foodco巴林公司（巴林） 

 Osoul投资公司（巴林） 

 Aujan贸易集团（巴林） 

 

空运、海运、货运和物流公司: 

 科威特航空公司（科威特） 

 穆巴拉德运输公司（科威特） 

 Al-Bader 航运公司（科威特） 

 Anham食品公司（科威特） 

 

建筑和工程公司: 

 Inshaa控股公司（科威特） 

 Sandco 一般贸易和承包公司（科威特） 

 艾博海湾特种材料公司（科威特） 

 Boubyan 预拌混凝土公司（科威特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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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-Nasser 建筑设备租赁公司（巴林） 

 Ahmed Mansour Al Aali 承包公司（巴林王国） 

 Bukamal公司（巴林） 

 Al Sharqiya铝挤压厂公司（巴林） 

 中东承包公司（巴林） 

 Al-Ghanah 承包公司（巴林） 

 

保险公司: 

 Wethaq Takaful 保险公司（科威特） 

 国际回教保险公司（巴林） 

 

石油服务业: 

 石油服务公司（科威特） 

 

租赁和车身行业公司: 

 Imdad设备租赁公司（科威特） 

 BATEC结构工业公司（科威特） 

 Aayan 科威特汽车租赁公司（科威特） 

 优先汽车公司（科威特） 

 

旅游和酒店业及餐饮连锁管理: 

 瑞享酒店（科威特） 

 达哈卜旅游公司（科威特） 

 

房地产公司: 

 MTC房地产买卖租赁（科威特） 

 基南房地产公司（科威特） 

 Emaar 房地产公司（科威特） 

 Al-Mazrouei 控股公司（阿联酋） 

 

 



 

 

  ISO 9001:2000 

Al -Twaijri Law Group Building    -  Plot (15)   - Bin 
Mesbah St. -  Block (3) - Sharq, State of Kuwait 
PO Box: 863, Safat, Code 13009 KUWAIT 
Tel: (965) 22089220    Fax: (965) 22089221     
Email: twaijri@twaijri.com  
Web-site: www.twaijri.com     Page 8 of 10    
 

  –بن مسررحع   شررع      -(  3قطعة )  –الشرر      –دولة الكويت  

 محنى مجموعة التويج ي القعنونية. –( 15قسيمة )

  الكويت  13009الصفعة  863ص.ب.: 
 (965) 22089221(   فعكس: 965) 22089220ت: 

   twaijri@twaijri.comالح يد االلكت وني: 
 http://www.twaijri.comالموقع االلكت وني: 

 

  2000:9001االيزو 

 

 

وشركاه للمحاماة واالستشارات القانونيةالتويجري  مجموعة     
Al-Twaijri & Partners Law Firm (TLF) 
 

 

政府、教育和卫生机构: 

 人才和创意公司，用于人才、创意和专利中心的建立、管理和运

营（非营利）（科威特） 

 Tamkeen 战略和行动计划（巴林） 

 德尔蒙大学（巴林） 

 王国大学（巴林） 

 阿利亚大学（巴林） 

 现代教育学校（巴林） 

 Al Majd 私立学校（巴林） 

 Helal 医院公司（巴林） 

 

 

银行: 

 Ahli联合银行（巴林） 

 Al Baraka 伊斯兰银行（巴林） 

 巴林伊斯兰银行（巴林） 

 印度国家银行（巴林） 

 联合银行有限公司（巴林） 

 巴林和科威特银行（巴林） 

 BMI 银行（巴林） 

▪ 除了为（韩国大使馆，奥地利共和国大使馆）和科威特国内和国

外的一群贵宾提供咨询。 

• 集团办公室和分支机构 

o （科威特办事处） 

总部（科威特国）： 

本米斯巴街，块（3），大厦 (15), Al Tuwaijri 律师事务所大楼， 

东，科威特。 

邮政信箱 邮箱：863 Safat ，邮政编码 13009 科威特 

电话：+965 22089220    （100线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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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真：+965 22089221 

电子邮件： 

twaijri@twaijri.com 

information@twaijri.com 

webmaster@twaijri.com 

 

o执法和收缴司/独立司（科威特）： 

本米斯巴街，块（3），大厦 (15), Al Tuwaijri 律师事务所大楼， 

东，科威特。 

邮政信箱 邮箱：863 Safat ，邮政编码 13009 科威特 

电话: +965 22073800 (100线) 

传真: +965 22089221 

电子邮件:  

twaijri@twaijri.com 

fmt@twaijri.com 
 

o （巴林王国分部） 

地址 ： 

外交区，外交官塔，315号楼, 街 1705, 第 317 座 (9) 楼，办公室

编号 (901, 902, 903)。 

邮政信箱 信箱：10327，外交区，巴林王国 

电话：+973-(17) 514448（100 线） 

传真：+973-(17) 514442 

电子邮件： 

bahrain@twaijri.com 

morcos@twaijri.com 

naser@twaijri.com 

o （土耳其共和国分公司） 

Al-Twaijri 咨询和对外贸易集团 

（由于冠状病毒大流行，其活动已暂停） 

地址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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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khte Qala 社区，143 Firat 街，巴切市 4/2 号站点，街区：B，

公寓：44，Ocılar，伊斯坦布尔。 

手机：(+905348888888) 

(+905393333333) 

电话：(+902126699034)（10线） 

(+902126699035) 

传真：(+902126699039)。 

电子邮件： 

info.tr@twaijrigroup.com 

webmaster.tr@twaijrigroup.com 
 

 

o （埃及分公司）： 

地址： 

7 西西里街 来自 Hassanein Heikal 街，开罗纳斯尔市 

电话： 

(+20222720643) - (100 行) 

(+20222720648) 

(+20222720500) 

手机： 

(+201223770833) 

(+2001208221303) 

(+2001556109422) 

电子邮件： 

information.eg@twaijri.com 

webmaster.eg@twaijri.com 

 

网站：www.twaijri.com 
 


